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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七年級隨機抽樣兩個班 人數 48人 

(男 30人佔 62.5％，

女:18人佔 37.5％ ) 

執行策略

摘要 

1、辦理菸檳防制融入健體領域教學  

2、「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進行前測（附件一）、 

後測（附件二） 

3、邀請警察局少年隊到校演講－「菸檳反毒防制」  

4、邀請社區藥師到校演講－「菸酒反毒防制」 

5、進行菸檳防制師生暨社區路跑比賽 

6、菸檳防制快閃舞蹈表演  

7、利用班親會對家長說明菸檳害處 

8、結盟愛心商店，與學校周遭檳榔攤簽署拒檳同意書 

9、成立拒菸抗檳健康步道 

10、進行菸檳防制標語創作比賽（附件三） 

量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利用 Excel2013內建的統計分析程式，進行配對 

樣本 t 檢定，設定顯著水準需超過 95%(p<.05)。 

研究工具: 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 前後測時距: 三個月 

變項 

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或 X2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態度 0.9922 

(0.0541) 

0.9948 

(0.0361) 

 0.7848 無顯著差異  

學生 

嚼檳率 

0.0208 

(0.1443) 

0.0000 

(0.0000) 

 無法 

計算 

無顯著差異  

學生參與

檳榔防制

教育比率 

0.9792 

(0.1443) 

1.0000 

(0.0000) 
 

0.3224 無顯著差異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文章《拒絕檳榔與香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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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國中生在菸檳防制教育的介入之下，對於自我效

能、態度及菸檳認知上有無影響，透過前後測成效評價的數據呈現以了解各校推

動各項議題的成效。 

本校以七年級抽二班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採用「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

進網路問卷」進行前後測。前測結束之後，開始進行介入研究策略，之後再進行

後測。研究發現： 

1、從量化數據上顯示的意義，可看出本校所實施的菸檳防制成效有達到顯著

效果，但研究者認為原因應是本校目前吸菸嚼檳的學生不多，隨機抽樣的

七年級學生中也沒有人吸菸嚼檳。再從質性訪談內容顯示的意義，高風險

家庭較容易接觸到香菸、檳榔，要能「出淤泥而不染」般的不受影響是一

大挑戰。 

2、菸檳防制是每校皆重視的環節，其實就算沒有做成果報告，本校如同其他

學校一樣，皆一定會確切從六大範疇（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

校社會環境、健康生活技能、社區關係、健康服務）落實菸檳防制教育，

並結合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家長暨社區民眾，達到全方面的菸檳防制。 

3、學生在校園內吸菸嚼檳由於會產生菸味，外觀也可判斷，校園師生也會通

報學務處，尤其會利用「校園 LINE即時通報網」。但依據研究者多年來在

學務處擔任組長，發現吸菸的學生不一定會嚼檳，但嚼檳的學生大多會吸

菸。因此，本校針對香菸、檳榔一起進行防制，雙管齊下。 

 

 

 

 

 

 

 

 

關鍵字：菸檳防制、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前後測 

聯絡人：蘇志翰    e-mail：hercules1127@tn.edu.tw 

地 址：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 227號 

mailto:hercules1127@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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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根據聯合報於 2018年 12月 3日的報導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5/3516568），吸毒少年多從吸菸、檳榔開

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主任三年前主持一項青少年非法藥物使用調查研究，

透過藥物濫用進階理論分析發現，當使用香菸與檳榔頻率越高，越可能使用非法

藥物，進階歷程依序為菸、酒、檳榔、K他命、其他毒品，從初次吸菸吃檳榔到

使用毒品，平均時間不到一年。為此，研究者認為應即早介入輔導青少年遠離香

菸及檳榔。 

另外，為推動友善校園，全國多數學校都樂於開放校園空間提供社區民眾運

動與休閒使用。然而，開放校園的結果，會有很多的學生及校外人士聚集打球，

不僅增加垃圾量，更使校園容易出現菸蒂、檳榔渣。尤其，安南區的廟宇眾多，

宗教活動頻繁，部分學生甚至請假參與廟會活動，活動過程中廟方多少會提供青

少年免費香菸、檳榔更是時有所聞，學生在耳濡目染之下，相當輕易養成吸菸嚼

檳的習慣，卻不知其嚴重性。本次網路問卷也有做到檳榔議題，依據國民健康署

網站資料顯示：（一）嚼檳榔率較低的縣市，以金門縣 3.1%最低，其次為臺南市

4.1%。（二）愈往中南部、東部的縣市，嚼檳榔率也較高。（三）以教育程度來看，

國中的嚼檳榔率最高（12.8%）。基於上述現象，實有必要儘速落實菸檳防制教育

與觀念，以求帶動戒菸拒檳風氣，增進全校教職員工生的健康，並將戒菸拒檳風

氣帶入社區與家庭，達成真正的「無菸檳校園，不再檳菸煙」。 

（二）現況分析  

    本校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屬於中小型學校，學生數共 703人，目前有 24班

普通班、1班資源班、1班特教班，教職員工 71人。學區內的家長中低社經地位

較多，再加上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改變，本校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

童及外配家庭比例逐漸增加，學生之生活、學習與成長之差異性頗值得關切。學

生在學習、行為、安全、衛生健康無法獲得有效督促與照顧。而多數學生在健康、

衛生、飲食的相關知識認知不足、生活習慣差，且控制力薄弱。因此，培養良好

的生活、衛生習慣，對學生健康的維護相當重要。 

    要制訂菸檳防制策略，可先做 SWOT 分析，以求對症下藥，避免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慮。本校菸檳防制六大範疇的 SWOT 分析表如下： 

 S(優勢) W(劣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學 

校 

衛 

生 

1、學校成立「衛

生委員會」，每學

期定期召開一次

會議，整合健康衛

1、衛生組長與相

關工作人員，行政

業務繁重，以致無

法專心推展菸檳

1、中央及地方政

府積極推動健康

促進學校衛生教

育概念。 

1、各級單位交辦

政策繁複，壓縮推

動菸檳防制的時

間與空間。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5/351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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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 

生業務，制訂相關

規章與實施計畫。 

2、每學年針對一

年級新生做全身

健康檢查（口腔衛

生），以了解學生

健康狀況。  

防制相關活動。 

2、各年級共同空

堂課沒有一致，相

關活動難全面執

行。 

2、本校被選為

107學年健康促

進學校—菸檳防

制議題種子學

校，持續推動菸檳

政策相關議題，並

獲教育局相關經

費協助，利活動推

廣。 

2、學生家長、社

區民眾對檳榔防

制議題缺乏認同

感，且很難改變家

長行為。 

學 

校 

物 

質 

環 

境 

1、提供綠美化的

校園景觀、安全的

學習及運動休閒

環境。 

2、校園全面拒菸

檳。 

1、部分菸檳防制

議題輔助教材、教

具及設備欠缺，導

致降低教學成效。 

2、教室數量勉強

足夠，但專科教室

不足，合作學習課

程推動困難。 

1、逐年編列預算

補充或改善學校

軟硬體設備。 

2、有效運用健促

經費購置相關輔

助教材。 

1、部份設施、設

備老舊，雖堪用但

仍存在一定風險。  

2、校園開放，校

外人士可隨意進

出校園，造成環境

髒亂，並出現菸

蒂、檳榔渣。 

學 

校 

社 

會 

環 

境 

1、位於本市省道

臺 19線上，交通

便利。  

2、溫馨的教學環

境及良好的師生

互動。 

1、各處室每年接

受多項的評鑑，教

師兼任行政工作

壓力大。  

2、學校與社區及

家長認知落差

大，推動檳榔防制

議題較不易落實。 

1、推動教師評鑑

可形成誘因。 

2、上級單位鼓勵

創新及組成領域

社群，可增加教師

對話及精進。 

1、少子化因素對

於推動菸檳防制

議題著力點較

弱，例如：學校 減

班人力短少。  

2、學區內傳統雜

貨店與檳榔攤眾

多，學生容易取得

香菸與檳榔。  

健 

康 

生 

活 

技 

能 

1、依據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確實進

行健康教育課程

教學。  

2、學校提供多元

活動，培養學生健

1、彈性課程有

限，需融入的種類

眾多且龐雜。 

2、教師未能適時

融入菸檳防制議

題於教學過程，而

1、教育局每年開

設非健康老師專

業增能班，請兼任

健康教育課老師

參加，以提升健康

方面教學知能。 

1、社區家長拒檳

知能不足，習慣難

以改變。 

2、學校活動與家

長時間難以配

合，不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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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休閒取向。 且部份老師對健

康議題不甚瞭解。 

2、本校護理師能

協助菸檳防制相

關課程的推動。 

社 

區 

關 

係 

1、本校管樂團、

棒球隊與附近大

型廟宇互動頻

繁，又緊鄰臺江歷

史文化園區，鄉土

教材資源豐富。 

2、常與安南區衛

生局、敏惠護校合

作辦理健促相關

研習與活動。 

1、老舊社區，附

近環境複雜，影響

社區整體環境及

發展。  

2、學校舉辦之活

動，家長參與度不

高，志工招募有待

整合。 

1、衛生局常有相

關健康促進活動。 

2、學校周邊的檳

榔攤，願意簽署拒

售香菸檳榔給未

成年者使用之同

意書。 

1、由於少子化及

臨近有私立新型

學校，目前正面臨

減班危機。 

2、附近各類商家

眾多，尤以傳統雜

貨店、檳榔攤對學

生的影響較大。 

健 

康 

服 

務 

1、積極利用班親

會、親職教育、校

慶運動會及各類

活動機會，宣導菸

檳防制議題。 

2、運用聯絡簿、

宣傳單、進行健康

衛教宣導，學校環

境布置健促各項

議題。 

1、家長大部分屬

於勞工階層，社經

地位較為低落，普

遍缺乏健康生活

型態的相關知識。 

2、家長工作時間

不穩定，隔代教養

多，容易疏於照料

學生。 

1、本校與安南區

衛生所互動甚

好，常互相支援，

並彼此分享資源。 

2、與醫療院所—

安南醫院合作。 

1、部分家長無法

配合或是配合度

低。  

2、導師因班務繁

忙，容易忽略矯治

狀況。 

（三）文獻探討 

    1、菸害防制： 

林依瑩（2007）於菸害防治課程介入對青少年菸害知識、態度及拒菸自我效

能之影響一文，選取中部某兩所完全中學之 7、8、10、11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吸菸知識、態度及拒菸自我效能會因為年級、性別、成績排名、校內外

運動、自覺家境、自覺健康、父母對子女吸菸態度影響。張玉青（2005）於臺北

市某國中生菸害知識、菸害態度、吸菸自我效能及吸菸行為意向之探討一文，以

臺北市某國中一、二、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預測國中生吸菸行為意向重要變

項，依序以「菸害態度」、「菸品廣告態度」、「畢業後就讀學校」、「拒菸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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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響力，可以有效預測吸菸行為意向。蘇啓萱（2016）於臺灣近十年中學生

菸害防制文獻之分析與探討一文，研究發現：（1）政府能提高菸捐分配於青少年

菸害防制的比例以建置足夠的人力和經費長期投入，對象應包括失學、中輟和非

行少年。（2）對已形成吸菸依賴的青少年學生，比照特殊教育建立轉銜制度以利

長期追蹤並協助戒菸或減菸。（3）結合學校、社區與家庭功能，共同營造無菸環

境、持續增強青少年學生之拒菸效能與戒菸追蹤。（4）比較吸菸與不吸菸青少年

之差異的研究，可發展「吸菸高風險篩選量表」供吸菸預防工作者使用。（5）相

關介入或實證研究宜統一定義吸菸行為相關名詞，並由全國衛生與教育單位統籌

規劃分區因地制宜實施，以收青少年學生菸害防制最大效能。 

    2、檳榔防制： 

鄭斐芬（2001）於屏東縣國中學生之檳榔認知、態度及嚼食行為與相關因素

研究一文，研究對象為屏東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不含特殊班及補校)，研究發

現自我效能、家人嚼檳榔情形、同儕對檳榔的態度、同儕嚼檳榔情形、檳榔可近

性是影響青少年是否嚼檳榔的重要因素。陳慧怡(2010)於從社會人口特徵、社會

控制和角色取替探討青少年吸菸、喝酒和嚼檳榔行為一書，從社會心理學的角

度，以符號互動論探討「角色取替」概念如何影響其菸、酒、檳榔使用行為。抽

樣南投縣 8所國中、2所高中、2所高職的在校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族群在

菸、酒、檳榔的使用行為上差異甚大，原住民青少年有較高的使用率。魏嘉玉(2010)

於探討花蓮縣布農族國中生生活技能與嚼食檳榔行為之關係一書，以臺灣青少年

版生活技能問卷評估原住民青少年具備之拒檳生活技能。研究結果發現女生在

「自我肯定」、「同理心」、「溝通技巧」、「目標設定」及「壓力因應策略」等技能

的表現均比男生佳。較高年級的青少年「自我肯定」、「拒絕態度」、「目標設定」

等技能的表現較低年級的佳。母親教育程度則高中以上其在「自我肯定」、「同理

心」等技能的表現較國中小以下為佳。 

    綜合以上研究資料可知，青少年吸菸嚼檳幾乎都跟家庭背景有很大關係，但

若對這些學生在養成檳榔使用習慣前，及時進行菸檳防制教育的介入，對於學生

在認知、自我效能及態度上都會有所助益。 

（四）研究目的 

    從本校推動菸檳防制的數據與成效，讓全校師生了解香菸、檳榔對人體的危

害，並期望本校發揮菸檳防制種子學校的功能，推動到社區或家庭，使更多人遠

離菸害、拒嚼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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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本校七年級隨機抽兩班級，分別是 101班與 102班，進行菸檳防制問卷前

後測。此 2 班合計共 48人，男生 30人(佔 62.5%)，女生 18人(佔 37.5%)。 

（二）研究工具 

    1、量化工具：「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

（http://www.openhealth.com.tw/107tn/），填寫「菸檳防制」議題，利用

Excel2013內建的統計分析程式，進行配對樣本 t 檢定，設定顯著水準需超過

95%(p<.05)。 

    2、質性工具：為因應本校特殊性（特教班、資源班、慈輝班、棒球隊），進

行小樣本學生菸檳教育的資料與活動照片說明。 

（三）研究過程 

    1、建立團隊：全校教職員工都是協助本研究工作的推進者。本研究小組主

要成員之職稱及工作項目如下表所示： 

計畫職稱 職稱 編組職掌 

計畫主持人 校長 負責統籌督導工作之推行 

協同主持人 學務主任 協助籌畫督導工作之推行 

主要研究人員 

衛生組長 
負責資料收集、宣導活動策畫及

撰寫報告 

護理師 協助資料彙整 

健體領域教師 協助設計及進行教學活動 

協同研究人員 

生教組長 協助活動進行集合整隊 

學生活動組長 策畫快閃活動 

體育組長 策畫體育活動 

教務主任 協助學生完成網站問卷前後測 

總務主任 協助學校與家長、社區活動進行 

輔導主任 協助特教班、資源班聯繫活動 

家長會長 協助學校與家長、社區活動進行 

退休教師（主任） 協助學校與家長、社區活動進行 

    2、執行方式與時間：本次行動研究計畫活動方案如下表所示： 

http://www.openhealth.com.tw/107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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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範疇 
活動內容（策略） 工作團隊 活動對象 

實施 

日期 

學校

衛生

政策 

1、擬定菸檳防制年度工作計畫並定

期召開會議。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7 

2、成立菸檳防制校園推動小組（衛

生委員會），以利計畫推動。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8 

3、透過「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

進網路問卷」調查，了解學生家庭吸

菸嚼檳的概況，並進行前後測成效評

價分析。 

學務處 全校學生 2018.9 

4、菸檳防制計畫成果彙整。 學務處 全校學生 2019.5 

學校

物質

環境 

1、校內全面實施禁菸，並於校門口

張貼拒菸檳標誌。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9 

2、健康中心菸檳防制相關教材的申

請與購置。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9 

3、學校健康促進專欄張貼菸檳防制

相關海報。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9 

4、舉辦菸檳防制相關競賽與活動。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8.12 

學校

社會

環境 

1、落實菸檳防制健康校園政策，並

請教職員工以身作則，禁止於校內吸

菸嚼檳。 

各處室 全校師生 2018.9 

2、辦理菸檳防制宣導週。 學務處 全校學生 2018.12 

3、辦理菸檳防制教育文藝競賽。 教務處 全校學生 2018.10 

健康

生活

技能 

1、推動校園菸檳防制計畫種子教師

培訓。 
教務處 全校教師 2018.9 

2、由健體領域進行菸檳危害防制教

材的彙整與開發。 
教務處 全校教師 2018.9 

3、透過生活技能的融入，落實菸檳

防制課程與教學。 
各處室 全校教師 2018.10 

社區

關係 

1、組織訓練菸檳防制志工。 學務處 全校學生 2019.3 

2、辦理菸檳防制親子講座宣導。 輔導室 全校師生 2019.3 

3、家長與社區民眾於校內吸菸嚼檳。 
輔導室 

總務處 
全校師生 2019.3 

健康

服務 

1、辦理菸檳特殊個案高關懷輔導。 輔導室 特定學生 2019.3 

2、辦理菸檳防制小團體輔導。 輔導室 特定學生 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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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安南區衛生所、敏惠護專進

行菸檳防制宣導。 
學務處 全校師生 2019.4 

（四）行動研究定義： 

    行動研究是指以小規模的介入實際情境，對當前事務中獨特問題的探究；通

常由直接涉事的那些人負責執行，並對此一介入的效果作嚴謹的檢查，旨在促成

某種獨特情境的改變。這種由工作者共同參與，謀求工作情境中當前問題之解

決，評價並導正決定和行動過程的研究方法。因此，行動研究法的目的不在理論

的發展或普遍的應用，而在於即時的應用，促進某種特殊情境的改變。 

    換句話說，本次以菸檳防制為主題進行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主要是針對

校內菸檳問題進行探究，藉由全校師生暨教職員工、家長、社區民眾，進行全體

總動員式的菸檳防制。 

（五）各項活動實施成果 

    1、學校衛生政策 

  

期初校務會議，向全體教職員工說明 

本年度菸檳防制計畫。 

期初召開學校環境衛生暨健康促進 

委員會會議。 

  

新生健康檢查進行時，由護理師對於 

新生班級導師進行菸檳防制宣導。 

每學期開學典禮時，皆由校長、學務 

主任對全體教職員工生進行菸檳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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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本校護理師主講菸檳防制講座。 本校護理師主講菸檳防制講座。 

  

班親會時，由導師向家長宣導菸檳 

防制的重要性。 

有「歐洲煙囪」之稱的法國，以愛吸菸

聞名，因此本校「南洋櫻花祭」以法國

為主題，宣導拒菸抗檳的防制工作。 

  

由於校內有工程，提醒工人本校為 

無菸無檳校園。 

總務處在所有工程協調會議中 

都確實提醒施工廠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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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吸菸嚼檳之行為。 

  

校慶運動會時，由本校票選的反菸檳 

大使，帶領全體教職員工生，進行 

拒菸抗檳宣誓活動。 

校慶運動會時，由本校運動員代表，以

華文、英文、臺語、原住民語帶領全體

教職員工生，進行拒菸抗檳宣誓活動。 

  

校慶運動會時，由本校特教班學生 

進行拒菸抗檳反毒舞蹈，拒菸抗檳， 

特別重要。 

校慶運動會時，由本校棒球隊進行檳榔

疊羅漢表演，拒菸抗檳，讓檳榔倒下。 

2、學校物質環境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菸檳反毒 與臺南市校外會辦理菸檳反毒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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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講座。 講座。 

  

設置無菸檳健走階梯，以潛移默化方式

引導學生拒菸抗檳。 

設置無菸檳健走階梯，以潛移默化方式

引導學生拒菸抗檳。 

  

與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合作，將電子煙 

QR code宣導貼紙張貼在全校學生的 

聯絡簿，並將相關觀念跟學生家長 

進行宣導。 

與敏惠護專合作，每學期至本校進行 

菸檳防制相關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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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處張貼拒菸抗檳相關標誌與標

語，讓全體教職員工生處處可見拒菸抗

檳宣導，營造無菸無檳之校園環境。 

學校各處張貼拒菸抗檳相關標誌與標

語，讓全體教職員工生處處可見拒菸抗

檳宣導，營造無菸無檳之校園環境。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菸檳反毒 

防制講座。 

與董氏基金會合作，進行「拒菸超人」

活動。 

  

學校各處張貼拒菸抗檳相關標誌與標

語，讓全體教職員工生處處可見拒菸抗

檳宣導，營造無菸無檳之校園環境。 

學校各處張貼拒菸抗檳相關標誌與標

語，讓全體教職員工生處處可見拒菸抗

檳宣導，營造無菸無檳之校園環境。 

  

本校校門口跑馬燈隨時更新，打出 與 FOCA福爾摩沙馬戲團合作，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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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無菸無檳校園」口號。 演出時也融入菸檳防制宣導活動。 

 
 

成立 FB「安順國中～健康促進菸檳防制

種子學校」粉絲專頁，增加與全體教職

員工生暨社區人士之互動。 

透過「拒菸超人」活動，由班級 

自主性參與拒菸抗檳活動，參與班級 

非常踴躍。 

  

與民間機關合作進行環境教育宣導時

也融入菸檳防制相關宣導活動。 

學校各處張貼拒菸抗檳相關標誌與標

語，讓全體教職員工生處處可見拒菸抗

檳宣導，營造無菸無檳之校園環境。 

    3、學校社會環境  

  

拍攝菸檳防制教育宣導短片，本次 

主題為「煙奄一熄」，透過短片宣導，

董氏基金會發與參加「拒菸超人」 

之感謝狀，展現「臺灣新世代，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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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本校每位都是菸檳防制種子大使。 新癮害」之決心。 

  

各班的衛生股長是本校拒菸抗檳小超

人的必須成員，利用班會時間向班上宣

導拒菸抗檳的觀念。 

召集各班衛生股長，由安南衛生所進行

拒菸抗檳的宣導，再由衛生股長向班上

學生宣導。 

  

舉辦「健康促進大步行進」比賽， 

以菸檳防制為主題，進行宣導。 

舉辦「健康促進大步行進」比賽， 

以菸檳防制為主題，進行宣導。 

 
 

期末進行拒菸抗檳大聲公活動，讓 

學生大聲說出「我拒絕吸菸」、 

國文課教學融入菸檳防制主題， 

圖為書法暨詩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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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絕嚼檳」的口號。 

    4、健康生活技能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參加瀛海盃大隊接力，背景海報 

有健康二字。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校慶社區路跑，拒菸反毒 

抗檳榔。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校慶社區路跑，拒一口菸， 

爭一口氣。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水上接力比賽，拒菸抗檳， 

水喔。 

  

學生利用輕鋼架天花板進行繪畫 辦理學生菸檳防制漫畫宣導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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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圖為「菸檳後的吶喊」。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班際羽球對抗賽，拒菸抗檳，

羽你同行。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班際拔河對抗賽，拒菸抗檳，

協力同心。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班際籃球對抗賽，賽前進行 

拒菸抗檳宣導。 

本校提倡運動休閒，遠離菸檳誘惑。 

圖為本校班際排球對抗賽，拒菸抗檳，

排除萬難。 

  

配合每年「健康促進週」進行拒菸抗檳

快閃活動，舞蹈手勢，菸檳 say NO～ 

本校美術老師帶學生至圍牆進行 

彩繪，主題為「亂吐檳榔汁的恐龍」。 

5、社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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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檳榔攤業者合作，拒賣香菸、檳榔給

本校與鄰近學校學生。 

與本校生教組合作，找尋學校周邊社區

商家成立「愛心服務站」，也請店家協

助拒絕販賣香菸給未成年的學生。 

  

與成大醫院合作免費戒檳衛教指導 
與安南醫院推廣校園周邊健康飲食 

暨無菸環境示範計畫 

  

本校有棒球隊，由於其家長吸菸嚼檳的

比例不少，因此由本校護理師對棒球隊

成員進行菸檳防制宣導，向下紮根。 

本校家長會會長交接晚會，由本校退休

教師劉主任擔任拒菸抗檳大使，推廣菸

檳防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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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點發展的管樂團，至安順派出所

演出，並合作宣導菸檳防制，以達到警

民合作之功效。 

本校重點發展的管樂團，至臺江文化季

演出，由於有眾多廟宇參與，廟宇也是

菸檳易集聚之地，因此與相關單位合作

宣導菸檳防制。 

  

本校重點發展的管樂團，至臺江文化季

演出，由於有眾多廟宇參與，廟宇也是

菸檳易集聚之地，因此與相關單位合作

宣導菸檳防制。 

校慶運動會時，由本校學生遊行繞場，

持拒菸抗檳紅布條，對全體教職員工生

暨社區人士進行宣導。 

  
與安南衛生所合辦「青春駕到！菸害 

快閃！」活動。 
與安南醫院合作舉辦拒菸抗檳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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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健康服務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進行「剪菸，

丟檳」活動，對於菸檳問題以漸進 

政策執行。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鼓勵參加科普

活動，轉移其對於菸檳的注意力。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鼓勵參加社團

活動，轉移其對於菸檳的注意力。圖為

布袋戲社公演。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鼓勵參加午休

志工，轉移其對於菸檳的注意力。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利用上放學時

間舉菸檳防制相關標語，轉移其對於菸

檳的注意力。 

對於常吸菸嚼檳的學生，鼓勵參加午休

志工，轉移其對於菸檳的注意力。圖為

熱舞社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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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 

（一）量化資料分析結果 

    針對本校七年級學生進行「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成果報告

前後測的結果分析，以菸害防制自我效能、態度、吸菸意向、菸害認知、學生吸

菸率、學生電子煙使用率、校園二手菸暴露率、學生參與菸害防制教育比率、吸

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率、學生嚼檳率、學生參與檳榔防制教育比率、嚼檳學生參

與戒檳教育比率等十二個面向說明，由這些資料瞭解本校菸檳防制成效。 

    依據「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全市成果所獲得的數據，本校

在上述十二個面向的數據如下表： 

菸害防制自我效能 態度 吸菸意向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100.00% 97.37% 97.47% 99.48% 96.19% 96.87% 0.00% 1.73% 1.72% 

菸害認知 學生吸菸率 學生電子煙使用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100.00% 92.98% 92.42% 0.00% 2.08% 1.94% 0.00% 0.69% 0.97% 

校園二手菸暴露率 學生參與菸害防制教育比率 吸菸學生參與戒菸教育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0.00% 8.65% 7.36% 100.00% 95.50% 95.66% 0% 83.33% 54.00% 

學生嚼檳率 學生參與檳榔防制教育比率 嚼檳學生參與戒檳教育比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校平均 區(鄉)平均 市平均 

0.00% 1.38% 1.28% 100.00% 94.46% 93.41% 0% 75.00% 90.91% 

    從上表可得知本校在十二個面向皆優於區（鄉）平均、市平均，可證實本校

在菸檳防制的成效頗佳。 

    但是，由於「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分析結果出來的數據，多數的前測和後測

數據一樣，所以 P值算不出來。探究為何前、後測數據都一樣，這是由於只有兩

個班進行施測，剛好這兩個班學生對於菸檳是不受吸引的，加上本校確實落實菸

檳防制的成效，使得「菸害防制自我效能」前後測均為 1.0、「吸菸意向」為 0、

「菸害認知」為 1.0、「學生吸菸率」為 0、「學生電子煙使用率」為 0、「校園二

手菸暴露率」為 0、「學生參與菸害防制教育比率」為 1.0。至於「吸菸學生參與

戒菸教育率」為 0、「嚼檳學生參與戒檳教育比率」為 0，這是題目設計給有吸菸、

嚼檳的學生，由於這兩個班沒有這類學生，因此比率本就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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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態度」、「學生嚼檳率」、「學生參與檳榔防制教育比率」這三項雖然能

比較，但是 P值也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只能用前測和後測的數據比較有

無進步 

    1、態度： 

    此處的「態度」是指「菸害防制」。關於「健康促進網路問卷」針對此項的

題目為： 

5.你是否同意自己吸菸？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6.你是否同意吸菸會讓人看起來更有吸引力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此一部分主要瞭解國中學生對於吸菸的看法，共計 2題，總分為 2—8分，

若得分越高，表示菸害防制態度越正向，越傾向不吸菸。分析結果如下圖： 

7.92

7.94

7.96

態度前後測比較

前測態度

後測態度
前測態度

後測態度

 

    從上圖可知前測為 7.9375分，後測為 7.9583分，顯示菸檳防制作為介入前

後，學生對菸害防制態度皆一致，均傾向不同意吸菸、嚼檳不會更有吸引力。 

    2、學生嚼檳率： 

    關於「健康促進網路問卷」針對此項的題目為： 

19.過去 30天你是否曾經嚼食過檳榔？□是  □否 

20.若你有嚼食檳榔，是否參加過戒檳教育活動(如戒檳教育、學校戒檳輔導、學

校戒檳班、醫療院所戒檳班、戒檳網站或戒檳門診等)？(★第 19題填否-沒有嚼

檳者不必填答) 

□(1)是  □(2)否 

    此一部分主要瞭解國中學生是否嚼食檳榔的經驗，共計 2題，如果第 19題

填否，第 20題則不必填答。分析結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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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生嚼檳率 0.0208 (0.1443) 0.0000 (0.0000) 無法計算 

    從上表可知前測 SD值為 0.1443，後測 SD值為 0。由於本題設計屬於是非題，

觀察前測答題結果，該位第 19題填答「是」的學生為資源班學生，屬於學習落

後，填答時較不易判斷題意，因此後測時有協助該位學生解釋題意再填答，所以

在後測填答為 0，顯示學生對於檳榔防制態度皆一致，均傾向不嚼食檳榔。 

    3、學生參與檳榔防制教育比率： 

    關於「健康促進網路問卷」針對此項的題目為： 

21.你在學校是否上過檳榔防制相關課程或活動？□(1)是  □(2)否 

    此一部分主要瞭解國中學生是否有參與檳榔防制教育的經驗，共計 1題。分

析結果為下表： 

11. 學生參與檳榔防制教育比率 0.9792 (0.1443) 1.0000 (0.0000) 0.3224 

    從上表可知前測 SD值為 0.1443，後測 SD值為 0。由於本題設計屬於是非題，

觀察前測答題結果，該位第 21題填答「否」的學生為棒球隊學生，屬於學習落

後，填答時較不易判斷題意，因此後測時有協助該位學生解釋題意再填答，所以

在後測填答為 0，顯示學生對於檳榔防制態度皆一致，均積極參與本校檳榔防制

教育。 

（二）質性資料分析結果 

    這次七年級受測班級有位轉學生（以下稱為甲生），出席狀況不佳，因此本

次前測、後測皆未施測。但經研究者與該班導師閒談時，發現甲生屬於高風險家

庭，也容易接觸到香菸、檳榔，甚至也曾帶來學校。後來，得知甲生常蹺課去學

校附近的公園打球，於是利用甲生有來學校的時間，約他一起打球，並利用空檔

跟他閒聊。甲生在國小 6年級時首次吸菸嚼檳，當時是偷拿爸爸的。 

    經過幾次的打球、聊天，得知甲生有意願減少吸菸嚼檳的次數，由於研究者

為衛生組長，平日午休會帶志工整理校園環境，因此帶著甲生一起工作，也帶著

他撿拾校園垃圾（包括菸蒂）。藉由工作、打球、聊天，瞭解甲生的心理，讓他

同其所理，感同身受，吸菸嚼檳不止違反校規，影響健康，更會造成其他人不小

的困擾。最後，甲生以他自身經歷，回饋一篇文章《拒絕檳榔與香菸》（附件四），

欲與同學分享。 

 

四、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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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量化數據上顯示的意義，可看出本校所實施的菸檳防制成效有達到顯

著效果，但研究者認為原因應是本校目前吸菸嚼檳的學生不多，隨機抽樣的七年

級學生中也沒有人吸菸嚼檳。再從質性訪談內容顯示的意義，高風險家庭較容易

接觸到香菸、檳榔，要能「出淤泥而不染」般的不受影響是一大挑戰。 

    2、菸檳防制是每校皆重視的環節，其實就算沒有做成果報告，本校如同其

他學校一樣，皆一定會確切從六大範疇（學校衛生政策、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

會環境、健康生活技能、社區關係、健康服務）落實菸檳防制教育，並結合學校

行政、教師教學、家長暨社區民眾，達到全方面的菸檳防制。 

3、學生在校園內吸菸嚼檳由於會產生菸味，外觀也可判斷，校園師生也會

通報學務處，尤其會利用「校園 LINE即時通報網」。但依據研究者多年來在學務

處擔任組長，發現吸菸的學生不一定會嚼檳，但嚼檳的學生大多會吸菸。因此，

本校針對香菸、檳榔一起進行防制，雙管齊下。 

（二）討論與修正 

    1、目前電子煙氾濫，這次的「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第 18題「電子煙不能幫

助戒菸且含有甲醛等有害成分並具有爆炸危險性」，已將電子煙列入問卷本身，

值得肯定。但依據研究者本身經驗，其實電子煙購買管道眾多，包括夜市、網拍、

FB社團皆可買到，建議可將電子煙購買管道設計成相關問題並放入問卷裡。 

    2、網路問卷雖名為菸檳防制，但關於檳榔防制的題目仍太少，問卷共 23

題（另有一題「請問你目前同住的家人有無吸菸習慣」），檳榔防制的題目卻只有

5題（第 19～23題），顯見上級單位對於校園檳榔防制仍有加強與重視的空間。 

    3、可以著重整合輔導室與綜合活動領域的資源，藉由各班的輔導老師或綜

合活動領域老師在相關課程時將菸檳防制議題融入教學，藉由老師的專業指導，

讓學生學習人與人之間溝通技巧，勇於拒絕菸檳，畢竟網路問卷也有「自我效

能」、「態度」、「吸菸意向」的題目。 

（三）困境與建議 

    1、網路問卷有「二手菸暴露」的題目設計，研究者在填「健康促進網路問

卷」的前測、後測時，尚未有校園工程，然而網路問卷填答完成後，校園工程多

了起來，這代表校園出現菸蒂、檳榔渣的情況會增加許多，二手菸暴露的數值也

會跟著上升。加上進來發現外勞會在晚上時進入校園喝酒吸菸，隨時都可以進入

校園，學校又沒有執法的公權力，每次撿到菸蒂都要判斷這是學生還是工人還是

外勞抽的菸，著實勞心且勞力。 

2、衛生局、教育局雖有提供告示張貼在校園校門口等明顯處，告知《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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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法》可處違規吸菸者 2,000-10,000元罰鍰，但校園內並無公權力可執行這

一部份。另外，針對菸害防制，有《菸害防制法》，可處罰鍰。但，檳榔呢？目

前只有針對亂吐檳榔汁可處罰緩（https://tinyurl.com/yxhknqvk），但並未針

對嚼食檳榔行為進行開罰。換句話說，國中生吸菸，可開罰；國中生嚼檳，無法

開罰。期待能有進一步的修法，否則空有口號、空有宣導，若沒有強制力，一切

也是徒勞無功。 

    3、健康促進的重大議題，其實皆與健康教育課程有關。但由於教師超額關

係或借調至其他單位，本校目前無專門任教健康教育的教師。健康教育屬於健體

領域，也是學校重要課程，期盼能有更多心力投入在健康教育課程當中，而非融

入。最好的辦法是，讓健康教育教師直接來當衛生組長，更可事半功倍。 

 

https://tinyurl.com/yxhknq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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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菸檳防制議題問卷 

(國中一年級前測) 

「基本資料」 

1.請問你的性別：□(1)男  □(2)女 

2.請問你目前同住的家人有無吸菸習慣：□(1)沒有□(2)有□，是□爸爸□媽媽 

□爺爺或外公□奶奶或外婆□哥哥或弟弟□姐姐或妹妹□其他住在一起的親

友 

(基本資料第 1~2 題統計人數及百分比) 

題目 

「吸菸行為」 

1.過去 30天（一個月）內，你一共吸菸多少天呢？ 

□(1)過去 30天內我沒有吸菸(★勾選此項者跳過第 2 題) 

□(2)1或 2天 

□(3)3到 5天 

□(4)6至 9天 

□(5)10到 19天 

□(6)20到 29天 

□(7)每天都有 

2.若你有吸菸，是否參加過戒菸教育活動(如戒菸教育、學校戒菸輔導、學校戒

菸班、醫療院所戒菸班、戒菸網站、戒菸專線 0800636363 或戒菸門診)？(★第

1題勾選(1)過去 30 天內我沒有吸菸者免填） 

□(1)是      □(2)否 

3.過去 30天（一個月）內，你一共吸電子煙多少天呢？ 

□(1)過去 30天內我沒有吸電子煙 

□(2)1或 2天 

□(3)3到 5天 

□(4)6至 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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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到 19天 

□(6)20到 29天 

□(7)每天都有 

「自我效能」 

4.當同學或朋友邀你吸菸時，你有多少把握會說「不」 

□(1)完全有把握 100%  

□(2)很有把握 75% 

□(3)有一半把握 50% 

□(4)有少許把握 25% 

□(5)完全沒把握 0% 

「態度」 

5.你是否同意自己吸菸？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6.你是否同意吸菸會讓人看起來更有吸引力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吸菸意向」 

7.在未來的一年內，你想你會不會吸菸？ 

□(1)一定不會吸  □(2)可能不會吸  □(3)可能會吸  □(4)一定會吸 

「二手菸暴露」 

8.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時，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有幾天？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9.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家時，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有幾天？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菸害預防教育經驗」 

10.在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曾經上過有關吸菸危害健康的課程？ 

□(1)有   □(2)沒有    

11.在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曾參與過學校的反菸宣導活動？ 

□(1)有   □(2)沒有   

「菸害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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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菸品有七千多種化學物，九十多種致癌物，會導致各種癌症（如肺癌、口腔

癌等、喉癌）？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3.菸品中的尼古丁是導致人們菸品成癮的主要原因？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4.二手菸沒有安全劑量值，暴露二手菸易罹患肺癌、心臟病、氣喘惡化等？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5.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6.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高中職以下校園內全面禁止吸菸，違規吸菸最高罰一萬

元？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7.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 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需要接受戒菸教育？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8.電子煙不能幫助戒菸且含有甲醛等有害成分並具有爆炸危險性。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嚼檳行為」 

19.過去 30 天你是否曾經嚼食過檳榔？□是  □否 

20.若你有嚼食檳榔，是否參加過戒檳教育活動(如戒檳教育、學校戒檳輔導、學

校戒檳班、醫療院所戒檳班、戒檳網站或戒檳門診等)？(★第 19題填否-沒有嚼

檳者不必填答) 

□(1)是  □(2)否 

「檳害預防教育經驗」 

21.你在學校是否上過檳榔防制相關課程或活動？ 

□(1)是  □(2)否 

「檳榔危害認知」  

22.檳榔子本身就含有致癌物。 □對  □ 不對  □不知道  

23.嚼食檳榔的人，若在口腔黏膜上發現有白斑，可能是口腔癌的前兆。 □對 

□ 不對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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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南市 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菸檳防制議題問卷 

(國中一年級後測) 

「基本資料」 

1.請問你的性別：□(1)男  □(2)女 

2.請問你目前同住的家人有無吸菸習慣：□(1)沒有□(2)有□，是□爸爸□媽媽 

□爺爺或外公□奶奶或外婆□哥哥或弟弟□姐姐或妹妹□其他住在一起的親

友 

(基本資料第 1~2 題統計人數及百分比) 

題目 

「吸菸行為」 

1.過去 30天（一個月）內，你一共吸菸多少天呢？ 

□(1)過去 30天內我沒有吸菸(★勾選此項者跳過第 2 題) 

□(2)1或 2天 

□(3)3到 5天 

□(4)6至 9天 

□(5)10到 19天 

□(6)20到 29天 

□(7)每天都有 

2.若你有吸菸，是否參加過戒菸教育活動(如戒菸教育、學校戒菸輔導、學校戒

菸班、醫療院所戒菸班、戒菸網站、戒菸專線 0800636363 或戒菸門診)？(★第

1題勾選(1)過去 30 天內我沒有吸菸者免填） 

□(1)是      □(2)否 

3.過去 30天（一個月）內，你一共吸電子煙多少天呢？ 

□(1)過去 30天內我沒有吸電子煙 

□(2)1或 2天 

□(3)3到 5天 

□(4)6至 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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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到 19天 

□(6)20到 29天 

□(7)每天都有 

「自我效能」 

4.當同學或朋友邀你吸菸時，你有多少把握會說「不」 

□(1)完全有把握 100%  

□(2)很有把握 75% 

□(3)有一半把握 50% 

□(4)有少許把握 25% 

□(5)完全沒把握 0% 

「態度」 

5.你是否同意自己吸菸？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6.你是否同意吸菸會讓人看起來更有吸引力嗎？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吸菸意向」 

7.在未來的一年內，你想你會不會吸菸？ 

□(1)一定不會吸  □(2)可能不會吸  □(3)可能會吸  □(4)一定會吸 

「二手菸暴露」 

8.過去七天內，你在學校時，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有幾天？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9.在過去七天內，你在家時，有人在你面前吸菸的天數有幾天？ 

□0天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6天  □7天 

「菸害預防教育經驗」 

10.在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曾經上過有關吸菸危害健康的課程？ 

□(1)有   □(2)沒有    

11.在過去一年中，你是否曾參與過學校的反菸宣導活動？ 

□(1)有   □(2)沒有   

「菸害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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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菸品有七千多種化學物，九十多種致癌物，會導致各種癌症（如肺癌、口腔

癌等、喉癌）？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3.菸品中的尼古丁是導致人們菸品成癮的主要原因？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4.二手菸沒有安全劑量值，暴露二手菸易罹患肺癌、心臟病、氣喘惡化等？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5.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室內工作與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6.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高中職以下校園內全面禁止吸菸，違規吸菸最高罰一萬

元？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7.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 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需要接受戒菸教育？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18.電子煙不能幫助戒菸且含有甲醛等有害成分並具有爆炸危險性。 

□(1)正確   □(2)不正確   □(3)不知道 

「嚼檳行為」 

19.過去 30 天你是否曾經嚼食過檳榔？□是  □否 

20.若你有嚼食檳榔，是否參加過戒檳教育活動(如戒檳教育、學校戒檳輔導、學

校戒檳班、醫療院所戒檳班、戒檳網站或戒檳門診等)？(★第 19題填否-沒有嚼

檳者不必填答) 

□(1)是  □(2)否 

「檳害預防教育經驗」 

21.你在學校是否上過檳榔防制相關課程或活動？ 

□(1)是  □(2)否 

「檳榔危害認知」  

22.檳榔子本身就含有致癌物。 □對  □ 不對  □不知道  

23.嚼食檳榔的人，若在口腔黏膜上發現有白斑，可能是口腔癌的前兆。 □對 

□ 不對  □不知道 

「健康生活技能程度」 

24.你認為參加學校反菸宣導課程及活動後，能加強自己拒絕同儕邀約吸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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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與技能？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未參加 

25.你認為參加學校反菸宣導課程及活動後，能加強自己拒絕二手菸的意志與技

能？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未參加 

26.你認為參加學校反菸宣導課程及活動後，能加強你勸親友戒菸或提供戒菸協

助資訊（如門 

診戒菸或戒菸專線）的技能？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未參加 

27.你認為參加學校反菸宣導課程及活動後，如果周邊有人吸菸，你會遠離以確

保自己不吸到 

二手菸？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未參加 

28.你認為參加學校反菸宣導課程及活動後，能加強你要求任何人不可以在您自

己家中吸菸的 

技能？ 

□(1)非常同意  □(2)同意  □(3)不同意  □(4)非常不同意  □(5)未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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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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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